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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机构编码：B0005L23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641615
批准成立日期：2014 年 02 月 21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珠湖路502号1层、

506号1层、508号1层
电话：021-59241533

邮编：201713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09 月 25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视觉中国

晨报记者 赵智妍

备受瞩目的数字人民币于 10
月 12 日晚 18 时正式落地。深圳
市“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中
签者于当晚陆续收到中签短信，里
面包含了下载 “数字人民币
APP”的链接，点击即可安装，安
装完成后就能在罗湖区已完成数
字人民币系统改造的 3389 家商
户消费。深圳此次向普通市民发
放数字人民币钱包，是迄今为止国
内最大规模的一次面向公众的测
试，国有四大行均参与了此次数字
人民币红包测试。
在这次数字人民币钱包发放

中，共有 191.38 万名预约者，最终
有 5 万名中签者，每个红包金额
为 200 元，中签率 2.6%。红包的
使用时间为 12 日 18 时至 18 日
24 时，超过有效期未使用的红包
将由系统统一收回。
中签者点击红包后，就会出现

200 元的数字人民币，图案类似于
一百元纸币的一部分，上方标注
200 元。此后，中签者需输入手机

号码和验证码方可正式获得红包。
红包获取成功后，钱包界面显示余
额 200 元，下方有 “存银行”和
“充钱包”两类功能可点击。收付
款界面均有扫一扫和二维码。但
区别在于，收款界面下方有“设置
收款金额”功能，付款界面则有
“碰一碰”和“转钱”两种功能。
但此次红包试点似乎暂未在所有
商场开通“碰一碰”功能。有选取
工商银行为红包领取银行的中签
者在万象城一家商户现场试图用
“碰一碰”付款时，被告知暂未开
通该服务。
此外，根据用户选择的不同银

行，数字人民币的颜色有红色、蓝
色、绿色等不同颜色。数字人民币不
计付利息，可用于小额、零售、高频
的业务场景，与使用纸币差别不大。
它不依托于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
只要用户装有数字货币钱包即可使
用。
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罗湖区内

万象城、KK Mall 等大型商场普
及度较高，完成系统改造的商户收
银台均摆放了“数字人民币”的统

一标牌。从商户和商场从业人员
反馈看，目前使用人数较少，昨天
是公众发放第一天，很多商户还没
有实际操作过。未来的推广还要
看银行和商家的具体政策。
不同于电子优惠券、移动支

付、虚拟货币，
此次在深圳试
点测试的数字
人民币红包，被
专家解读为具
有“划时代”意
义。有专家表
示，数字人民币
与纸钞和硬币
等价，具有价值
特征和法偿性。
不过稍有不同
的是，数字人民
币由数字讯号
生成。而且不同
于电子支付，数
字货币支付无
需网络。大家熟
悉的微信支付
和支付宝只是

一种支付方式，它们的效力不同。
具体来说，机构或个人不接受支付
宝或微信付款，在法律上没有问
题，但拒绝用户使用现金或数字货
币付款就是违法的。
据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

穆长春介绍，未来数字货币的使用
场景可能是这样的：只要两人手机
上都有数字人民币的数字钱包，无
需网络只要手机有电，两个手机
“碰一碰”，就能把一个人数字钱
包里的数字货币转给另一个人。

晨报记者 赵智妍

由于受资管新规等因素影
响，近期很多追求保本理财的投
资者把目光聚焦在银行大额存单
产品上。最近发行的大额存单纷
纷出现了几分钟内销售一空的抢
购情况。除了大额存单，不少城
商银行在线上平台的五年期存款
收益也相对可观。

大额存单成“抢手货”
受资管新规影响，银行理财

产品预期收益率呈下行趋势，并
开始向净值化理财产品转型，银
行理财产品原来保本、稳定的特
点基本荡然无存。而很多投资者
之前青睐的结构性存款发行规模
也不断降低，预期收益率也不再
有优势。
在银行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

款表现不理想的情况下，更多稳
健型投资者选择了大额存单。记
者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几家
民营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都遇到
了排队抢购的情况，通常发行几
分钟就宣告售罄，有的预约了都
抢不到。
大额存单是 2015 年推出的

一种存款产品，指由银行业存款
类金融机构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
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记账
式大额存款凭证，起点金额不低
于 20 万元。大额存单利率比普
通的定期存款要高，且普通定期
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活期利率计
算，而大额存单提前支取则可以
通过转让的方式减少提前取出的
利息损失。且根据存款保险条
例，不管银行出现什么情况，50
万以内的大额存单可以获得全额
保障，不会有任何风险。

大额存单“量价齐跌”
根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监

测数据显示，从 2020 年前 8 个
月存款利率走势来看，大额存单
下降趋势比较明显。8 月新发行
的大额存单，除了 6 个月和 5 年
期平均利率环比上涨，其他期限
平均利率均环比下跌。而 8 月大
额存单发行量共 398 只，环比下
降 33.89%，创今年最低水平，国
有银行 3 年、5 年期大额存单发
行量明显减少。
有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在货

币宽松、贷款利率显著下降的背
景下，银行负债端压力凸显，为
了降低揽储成本，银行会首先下

调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之类的
高成本存款，一方面要压降规
模，另一方面要下调利率。目前
央行存款基准利率为 3 个月
1.10%、半年期 1.30%、1 年期
1.50% 、2 年 期 2.10% 、3 年 期
2.75%。而近期四大行下调 3 年
期、5 年期大额存单发行利率，由
原来的存款基准利率 1.5 倍调整
至 1.45 倍。在大行的带领下，部
分商业银行也调整大额存单存
款利率。
同时，今年以来监管层严厉

打击银行资金套利、“空转”现

象，大额存单的发行量也受到一
定影响。
虽然规模和利率都有下跌

趋势，但从稳健性和安全性来说
大额存单依然是比较稳妥的选
择。
最近，部分银行也增加线上

转让等方式加强大额存单的灵活
性。工行之前就发行了可在线上
转让的大额存单。据工行工作人
员介绍，当持有客户有流动性需
求时，可在工商银行平台发起转
让挂单交易，自主设定转让利
率，减少按传统提前支取方式带

来的利息损失；有购买需求的客
户可在网银端浏览出让方挂单信
息，挂单转让的大额存单期限和
产品收益率更加丰富，相同期限
一般可获得更高收益率，客户可
自主决策购买。且该产品只要符
合转让规则，没有转让次数限
制。
除银行渠道外，部分第三方

平台也开始出售可转让的银行大
额存单产品。例如京东金融的转
让平台，按照页面提示即可进行
大额存单的购买操作。但需要提
醒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额存单
都可以转让，购买前可以向银行
了解详细情况。

还可选择城商行存款产品

除了大额存单这样的银行存
款产品，其实近期不少城商银行
在支付宝、京东金融、度小满等
互联网平台上的存款产品也相当
诱人。部分城商银行的五年期存
款利率接近 5％，比银行理财产
品平均收益率还要高。
譬如支付宝平台上，天府银

行和盛京银行的五年期存款利率
分别为 4.8％和 4.71％。京东金
融上北京中关村银行的五年期存
款利率达到 4.875％，三年期也
有 4.125％利率。度小满钱包的
银行存款产品选择更多，包括振
兴银行、华通银行、新安银行、贵
阳农商银行等多个银行，五年期
存款利率达到 4.875％。不过，以
上存款产品提前支取只能算活期
的利息。
这些都是银行存款产品，投

资者不用担心银行破产而导致本
金损失。按存款保险条例，存款
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
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同一存款
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存款的本金
和利息合计在最高偿付限额以内
的，实行全额偿付。

稳健投资还有什么选择？

银行大额存单受热捧

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 “碰一碰”就能转钱


